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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7)摘要

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气象条件驱动的雨污

分流装置。该装置包括集雨场、自动进排水系统、

集水箱、浮球、浮球传动系统、变向传动系统和渠

道或管道的闸(阀)门启闭系统,集水箱底部设置

有排水管，排水管上设置有可开关排水管的自动

进、排水系统，集雨场通过引水管与集水箱和自

动进、排水系统连通，浮球设置在集水箱内，浮球

通过浮球传动系统、变向传动系统与闸(阀)门启

闭系统连接。本发明适用范围较广，可以解决雨

水收集中初期雨水自动分流收集和乡村生活污

水自动分流收集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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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一种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该装置包括集雨场、自动进排水系统、集水箱、浮

球、浮球传动系统,变向传动系统和渠道或管道的闸(阀)门启闭系统，所述集水箱底部设置

有排水管，所述排水管上设置有可开关排水管的自动进、排水系统，所述集雨场通过引水管

与集水箱和自动进、排水系统连通，所述浮球设置在集水箱内，浮球通过浮球传动系统、变

向传动系统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连接。

2.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浮球传动系统包括设置有传

动齿条的浮球传动杆、可限定浮球传动杆只能上下移动的固定装置，所述固定装置设置在

集水箱内，浮球传动杆设置在浮球上方，浮球传动杆通过变向传动系统与闸(阀)门启闭系

统连接。

3.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变向传动系统包括齿轮、转

动杆和直伞齿轮，所述浮球传动杆通过传动齿条与齿轮连接，所述齿轮通过转动杆与直伞

齿轮连接，所述直伞齿轮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连接。

4.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闸(阀)门启闭系统包括螺杆

启闭机和闸门或闸门，所述直伞齿轮通过螺杆启闭机与闸门或阀门连接。

5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固定装置为上下贯通的浮球

槽，所述浮球置于浮球槽内，所述浮球槽下部设置有进水孔。

6.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浮球传动杆底部设置有与浮

球形状相应的弧形浮球板，所述弧形浮球板设置在浮球上方，与浮球固紧连接。

7.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齿轮通过支座设置在集水箱

上。

8.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自动进、排

水系统包括自调节容器、可开关排水管的弹簧阀，所述集雨场通过引水管与自调节容器连

通，所述自调节容器通过可伸缩软管与集水箱连通，所述自调节容器底部设置有渗流孔，所

述自调节容器通过传动杆与弹簧阀连接。

9.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自调节容器上方设置有可排

水的溢流管。

10.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雨污分流装置，其特征在于：所述自调节容器通过固定架设

置在集水箱外侧,所述自调节容器可沿固定架上下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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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雨污分流装置

技术领域

[0001] 本发明属于水利工程及水环境、水生态保护领域，涉及城市、农村雨污水分流收

集、水资源匮乏区雨水收集的雨污分流装置，是一种基于气象条件驱动的雨污分流装置。

背景技术

[0002] 生活污水主要源自人们的日常生活、饮食起居所产生的废水，城市居民一般通过

下水道或排污管道排出，污水排出后经过污水管网收集后统一进行净化处理，使水质达到

国家的相关标准后再排到河道里或作为城市生态用水，使水资源循环利用；随着社会经济

的发展，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多，而目前村镇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较落后，在村庄

建设中大都没有考虑雨污分流，在下雨时，雨水与污水混合在一起，致使大部分地方雨水和

污水无法集中收集和处理，尤其是农村村民对雨污合流的危害认识不够，生活污水随意排

放对农村环境造成的影响日益加剧。

[0003]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，再加上水资源日益短缺，为了能够

更好的利用各种水资源，在城市及农村发展建设中均需考虑雨水、污水的收集处理，水资源

匮乏区收集的雨水可作为农作物补充灌溉水源或人饮水源，因此在水资源匮乏区大力推广

雨水收集利用技术，既能降低雨洪灾害，又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。一种雨污分流装置的研

发，可大大提高雨水资源的利用效率，同时可为农村和水资源匮乏区提供一种雨水收集的

雨污分流装置，解决雨水收集中初期雨水自动分流的问题。

发明内容

[0004] 针对背景技术中存在的上述技术问题，本发明提供一种适用于范围较广的雨污分

流装置，以解决雨水收集中初期雨水自动雨污分流的问题。

[0005] 本发明的技术解决方案是：本发明为一种雨污分流装置，可根据降水情况自动启

闭渠道闸门或管道闸阀，进行生活污水或初期雨水的收集。其特殊之处在于：该装置包括集

雨场、自动进排水系统、集水箱、浮球、浮球传动系统、变向传动系统和渠道或管道的闸(阀)

门启闭系统,集水箱底部设置有排水管，排水管上设置有可开关排水管的自动进、排水系

统，集雨场通过引水管与集水箱和自动进、排水系统连通，浮球设置在集水箱内，浮球通过

浮球传动系统、变向传动系统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连接。

[0006] 上述浮球传动系统包括设置有传动齿条的浮球传动杆、可限定浮球传动杆只能上

下移动的固定装置，固定装置设置在集水箱内，浮球传动杆设置在浮球上方，浮球传动杆通

过变向传动系统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连接。

[0007] 上述变向传动系统包括齿轮、转动杆和直伞齿轮，浮球传动杆通过传动齿条与齿

轮连接，齿轮通过转动杆与直伞齿轮连接，直伞齿轮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连接。

[0008] 上述闸(阀)门启闭系统包括螺杆启闭机和闸门或阀门，直伞齿轮通过螺杆启闭机

与闸门连接。

[0009] 上述固定装置为上下贯通的浮球槽，浮球置于浮球槽内，浮球槽下部设置有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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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。

[0010] 上述浮球传动杆底部设置有与浮球形状相应的弧形浮球板，弧形浮球板设置在浮

球上方，与浮球固紧连接。

[0011] 上述齿轮通过支座设置在集水箱上。

[0012] 上述自动进、排水系统包括自调节容器、可开关排水管的弹簧阀，集雨场通过引水

管与自调节容器连通，自调节容器通过可伸缩软管与集水箱连通，自调节容器底部设置有

渗流孔，自调节容器通过传动杆与弹簧阀连接。

[0013] 上述自调节容器上方设置有可排水的溢流管。

[0014] 上述自调节容器通过固定架设置在集水箱外侧,所述自调节容器可沿固定架上下

移动。

[0015] 本发明提供的雨污分流装置采用一种优化的排水体制，在降雨时，将初期雨水(含

有大量的杂物，污染浓度较高)与生活污水收集到污水处理装置中，进行净化处理，然后再

排入蓄水池。而让后期较为干净的雨水直接流入蓄水池，沉淀后即可利用。而在雨停时，通

过雨污分流装置的浮球传动系统、闸(阀)门启闭系统和自动进、排水系统的巧妙设置，使雨

污分流装置自动恢复到下雨前的状态，无需人为操作，操作、管理、运行简单。

[0016] 因此本发明可实现污水和初期雨水的集中收集，降低污水处理设施的负荷，保证

污水处理效率，对于减轻污水处理压力以及雨水收集利用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，大大提升

农村的环境质量和雨水高效利用技术，切实改善广大群众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。

附图说明

[0017]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；

[0018] 图2为本发明的自动进、排水系统结构示意图；

[0019] 图3为本发明的浮球传动系统和闸门(阀)启闭系统结构示意图。

[0020] 图4为图3的侧视图。

[0021] 附图标记如下：

[0022] 1、变向传动系统，2、闸(阀)门启闭系统，3、浮球传动系统，4、集水箱，5、集雨场，6、

引水管，7、自动进、排水系统，8、可伸缩软管，9、浮球，10、固定装置，11、溢流管，12、自调节

容器，13、渗流孔，14、传动杆，15、弹簧阀，16、排水管，17、固定架，18、浮球传动杆，19、传动

齿条，20、齿轮、21、支座，22、转动杆，23、直伞齿轮，24、螺杆启闭机，25、螺杆，26、渠道或管

道，27、弧形浮球板，28、进水孔，29、浮球槽，30、闸(阀)门。

具体实施方式

[0023] 参见图1、2、3、4，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结构包括集雨场5、集水箱4、浮球9、浮球传

动系统3和可关开渠道或管道的闸(阀)门启闭系统2，集水箱4底部设置有可排水的排水管

16，排水管16上设置有可开关排水管16的自动进、排水系统7，集雨场5通过引水管6与自动

进、排水系统7、集水箱4连通。

[0024] 浮球传动系统3包括设置有传动齿条19的浮球传动杆18、可限定浮球传动杆18只

能上下浮动的固定装置10，固定装置10设置在集水箱4内，浮球传动杆18设置在浮球9上方，

与浮球9固紧连接，在本实施例中，为更好让浮球传动杆18随浮球9运动，浮球传动杆18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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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可设置有与浮球9形状相应的弧形浮球板27，弧形浮球板27设置在浮球9上方，与浮球9固

紧连接。浮球9通过浮球传动系统3，变向传动系统1与闸(阀)门启闭系统2连接，固定装置10

为上下贯通的浮球槽29，浮球9置于浮球槽29内，浮球槽29设置有进水孔28，当集水箱4蓄水

时，水从进水孔28进入到浮球槽29，带动浮球9向上运动。

[0025] 变向传动系统1包括齿轮20、转动杆22和直伞齿轮23，浮球传动杆18通过传动齿条

19与齿轮20连接，齿轮20通过支座21设置在集水箱4上，其通过转动杆22与直伞齿轮23连

接。

[0026] 闸门(阀)启闭系统2包括螺杆启闭机24与闸门或阀门30，直伞齿轮23通过螺杆启

闭机24与闸门或阀门30连接。当浮球9向上运动时，将弧形浮球板27顶起，带动浮球传动杆

18向上运动，通过浮球传动杆18上的传动齿条19带动转动杆22旋转，转动杆22带动直伞齿

轮23旋转，直伞齿轮23带动螺杆启闭机24，通过螺杆启闭机24的螺杆25关闭或开启闸(阀)

门30。

[0027] 自动进、排水系统7包括自调节容器12、设置在排水管16上的弹簧阀15，集雨场5通

过引水管6与自调节容器12连通，自调节容器12通过可伸缩软管8与集水箱4连通，自调节容

器12底部设置有渗流孔13，自调节容器12通过传动杆14与弹簧阀15连接，自调节容器12上

方设置有溢流管11，当集水箱4中的水蓄满时，多余的水可从溢流管11排出。自调节容器12

通过固定架17设置在集水箱4外侧,自调节容器12可沿固定架17上下移动。降雨状态下，当

降雨达到所需量，即雨水在集雨场5聚集达到一定高度时，雨水通过引水管6流入自调节容

器12中，在雨水重力作用下，自调节容器12沿固定架17通过传动杆14挤压弹簧阀15，可关闭

弹簧阀15，从而关闭排水管16；当雨停时，集雨场5中没有水再通过引水管6流入自调节容器

12中时，自调节容器12中的水通过渗流孔13排出，无水压时，弹簧阀15的弹簧恢复原状，带

动弹簧阀15的阀门向上运动，打开排水管16。

[0028] 使用时，将本发明的雨污分流装置，置于污水沟与排水沟交界处，闸(阀)门30置于

渠道或管道26上，排水沟的堰坎前端地势较后端地势为低，平常状态下(不下雨或降雨量较

小时)，雨污分流装置的排水管16和闸(阀)门30均处于开启状态，因堰坎前端地势低，污水

直接通过雨污分流装置经渠道或管道26流入污水处理设施，经过处理后通过引水管、引入

排水沟的堰坎后端的蓄水池中。降雨状态下，当降雨达到所需量，即雨水在集雨场5聚集达

到一定高度时，雨水通过引水管6流入自调节容器12中，在雨水重力作用下，自调节容器12

沿固定架17通过传动杆14挤压弹簧阀15，可关闭弹簧阀15，从而关闭排水管16，同时自调节

容器12中的水通过可伸缩软管8汇入集水箱4中，集水箱4开始进行蓄水，当水位达到一定值

时，集水箱4中的水通过进水孔28进入到浮球槽29内，带动浮球9向上运动，传递浮力，将弧

形浮球板27顶起，带动浮球传动杆18向上运动，通过浮球传动杆18上的传动齿条19带动齿

轮20正向旋转，齿轮20带动转动杆22旋转，转动杆22通过直伞齿轮23带动螺杆启闭机24，通

过螺杆启闭机24的螺杆25关闭闸(阀)门30，带动闸(阀)门30关闭渠道或管道26，让后期较

为干净的雨水直接越过排水沟的堰坎流入堰坎后端的蓄水池中。当雨停时，集雨场5中没有

水再通过引水管6流入自调节容器12中时，自调节容器12中的水通过渗流孔13排出，无水压

时，弹簧阀15的弹簧恢复原状，带动弹簧阀15的阀门向上运动，打开排水管16，集水箱4中的

水通过排水管16流入污水沟，集水箱4的水位开始降低，浮球槽29内的水从进水孔28中排

出，浮球9与浮球传动杆18是一个整体，靠浮球9与浮球传动杆18的自身重力下降，通过浮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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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动杆18上的传动齿条19带动齿轮23反向旋转，齿轮23带动转动杆22反向旋转，转动杆22

通过直伞齿轮23带动螺杆启闭机24，通过螺杆启闭机24的螺杆25打开闸(阀)门30，带动闸

(阀)门30打开渠道或管道26，雨污分流装置16的排水管16和闸(阀)门30均恢复成下雨的开

启状态，污水直接通过雨污分流装置16经污水沟流入污水处理装置中。

[0029] 因此，本发明的最大优势是由气象条件驱动，无需人为操作，操作、管理、运行简

单，更好地利于雨水的收集利用和生活污水的集中管理，降低水量对污水处理设施的冲击，

保证污水处理效率。附属作用为美化村镇环境，改善雨后呈现的脏乱差现象，为居民提供一

种舒适的生活环境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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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　明　书　附　图 1/3 页

7

CN 109797830 A

7



图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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